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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涉及

PVB膜片生产技术领域，包括工作台、收卷定位机

构、移动机构、调节定位机构和裁切机构，收卷定

位机构固定设置在工作台上的一侧，移动机构设

置在工作台上且位于收卷定位机构的旁侧，调节

定位机构设有两组，两组调节定位机构结构相

同，两组调节定位机构对称设置在移动机构上，

每组调节定位机构均包括调节组件、旋转组件和

定位组件，调节组件设置在移动机构上，旋转组

件设置在调节组件上，定位组件设置在旋转组件

上，裁切机构设置在工作台的旁侧，本发明通过

卷取定位机构和调节定位机构的设置能够较好

的将PVB膜片在裁切前进行固定，防止裁切过程

中因固定不好的原因导致PVB膜片裁切的误差，

实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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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1)、收卷定位机构(2)、移动机构

(3)、调节定位机构(4)和裁切机构(5)，所述收卷定位机构(2)固定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上

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3)设置在工作台(1)上且位于收卷定位机构(2)的旁侧，所述调节定

位机构(4)设有两组，两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结构相同，两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对称

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3)上，每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均包括调节组件(41)、旋转组件

(42)和定位组件(43)，所述调节组件(41)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3)上，所述调节组件(41)与

所述移动机构(3)传动配合，所述旋转组件(42)设置在所述调节组件(41)上，所述定位组件

(43)设置所述旋转组件(42)上，所述裁切机构(5)设置所述工作台(1)的旁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卷定位机构(2)包

括支撑杆(21)、收卷轴(22)、收卷电机(23)、定位盘(24)和收卷皮带(25)，所述支撑杆(21)

设有两根，两根所述支撑杆(21)对称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上的两侧，所述收卷轴(22)设置

在两根所述支撑杆(21)上，所述收卷轴(22)与两根所述支撑杆(21)铰接，所述收卷电机

(23)固定设置在其中一根支撑杆(21)的一侧，所述收卷皮带(25)套设在所述收卷电机(23)

的输出端和收卷轴(22)的一端上，所述收卷轴(22)上开设有定位槽(26)，所述定位盘(24)

设有两块，两块所述定位盘(24)对称设置在所述收卷轴(22)上的定位槽(26)内，两块所述

定位盘(24)均与所述定位槽(26)滑动配合，两块所述定位盘(24)上均设有定位螺栓(27)，

所述定位盘(24)可以通过定位螺栓(27)固定在所述定位槽(26)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机构(3)包括移

动滑轨(31)、移动电机(32)、移动丝杆(33)、辅助移动杆(34)和移动滑台(35)，所述移动滑

轨(31)固定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上，所述移动电机(32)固定设置在所述移动滑轨(31)的

一侧上，所述移动电机(32)的输出端贯穿所述移动滑轨(31)的一侧壁，所述移动丝杆(33)

的一端与所述移动电机(3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移动丝杆(33)的另一端与所述移动滑

轨(31)的另一侧壁连接，所述辅助移动杆(34)设有若干根，若干根所述辅助移动杆(34)均

间隔设置在所述移动丝杆(33)的两侧，所述移动滑台(35)设置在所述移动丝杆(33)和若干

根辅助移动杆(34)上，所述移动滑台(35)呈工字型，所述移动滑台(35)上方的一侧间隔设

置有若干个调节齿(36)，若干个所述调节齿(36)均与所述移动滑台(35)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件(41)包括

调节滑台(411)、调节电机(412)和调节齿轮(413)，所述调节滑台(411)设置在所述移动滑

台(35)上，所述调节滑台(411)与所述移动滑台(35)之间滑动配合，所述调节电机(412)设

置在所述调节滑台(411)上，所述调节电机(412)与所述调节滑台(411)固定连接，所述调节

齿轮(413)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电机(412)的输出端上，所述调节齿轮(413)与所述移动滑

台(35)上的调节齿(36)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组件(42)包括

旋转电机(421)、旋转齿轮(422)、旋转底座(423)、旋转轴(424)、联动齿轮(425)和旋转台

(426)，所述旋转电机(421)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滑台(411)上，所述旋转电机(421)设置在

所述旋转齿轮(422)输出端上，所述旋转底座(423)固定设置在调节滑台(411)上，所述旋转

轴(424)的一端与所述旋转底座(423)连接，所述联动齿轮(425)设置在旋转轴(424)的中段

位置上，所述旋转齿轮(422)与所述联动齿轮(425)之间啮合，所述旋转台(426)固定设置在

所述旋转轴(424)的另一端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524594 A

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组件(43)包括

定位架(431)、固定滑轨(432)、固定电机(433)、固定板(434)和螺接杆(435)，所述定位架

(431)呈L型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台(426)上，所述固定滑轨(432)安装在所述定位架(431)

顶部，所述固定电机(433)设置在所述固定滑轨(432)上，所述固定电机(433)与所述固定滑

轨(432)之间滑动连接，所述螺接杆(435)设置在所述定位架(431)上，所述螺接杆(435)上

开设有与定位架(431)螺接配合的螺纹，所述定位架(431)上开设有与螺接杆(435)连接的

螺纹孔，所述固定板(434)固定设置在所述螺接杆(435)下端，所述螺接杆(435)的上端与所

述固定电机(433)的输出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切机构(5)包括第

一驱动电机(51)、连接板(52)、驱动杆(53)、支撑骨架(54)、调节部件(55)、升降部件(56)和

裁切机(57)，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1)和所述连接板(52)分别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下方的

两端上，所述驱动杆(53)的一端与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驱动杆

(53)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接板(52)连接，所述支撑骨架(54)设置在所述驱动杆(53)上，所述

支撑骨架(54)与所述驱动杆(53)滑动连接，所述调节部件(55)设置在所述支撑骨架(54)

上，所述升降部件(56)设置在所述调节部件(55)上，所述裁切机(57)设置在所述升降部件

(56)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部件(55)包括

第二驱动电机(551)、调节座(552)、调节台(553)、调节带(554)、连接座(555)、第一转动盘

(556)、第二转动盘(557)和旋转平台(558)，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51)和所述调节座(552)分

别设置在支撑骨架(54)顶部的两端，所述第一转动盘(556)和所述第二转动盘(557)分别设

置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51)的输出端和调节座(552)上，所述调节带(554)套设在第一转

动盘(556)和所述第二转动盘(557)上，所述支撑骨架(54)上方的两侧对称开设有滑槽，所

述调节台(553)设置支撑骨架(54)上的滑槽内，并且与其滑动配合，所述连接座(555)的一

端与所述调节台(553)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座(555)的另一端与所述调节带(554)固定连接，

所述旋转平台(558)固定设置调节台(553)下方位置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部件(56)包括

升降气缸(561)、升降连杆(562)和升降板(563)，所述升降气缸(561)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

平台(558)上的中央位置，所述升降连杆(562)设有两组，两组所述升降连杆(562)对称设置

在所述升降气缸(561)的两侧，所述升降板(563)固定设置在所述升降气缸(561)的输出端

和两组所述升降连杆(562)的输出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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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施工技术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PVB胶膜又叫PVB  Film，PVB胶片，PVB薄膜，PVB中间膜等，英文名称为：PolyVinyl 

Butyral  Film，化学名是：聚乙烯醇缩丁醛薄膜。其本质是一种热塑性树脂膜，是由PVB树脂

加增塑剂生产而成。由于是塑性树脂生产而成，它具有可回收利用加工，重复使用的特点

PVB胶膜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夹层玻璃，汽车夹层玻璃，太阳能光伏玻璃，防弹玻璃，隔音玻璃

等。具有很好的安全性，防止玻璃由于外力作用下破碎而碎片溅起伤人。另外它具有隔音

性，防紫外线，可以做成彩色或高透明的，具有光学应用价值，比如应用太阳能光伏。PVB胶

膜应用于建筑幕墙玻璃已有70年历史，在汽车和建筑行业法规，规定需要用PVB胶膜作为安

全防护之用，PVB膜片在制作完成后需要根据其使用情况对其大小进行不同的裁切，现有的

裁切装置在裁切过程中无法准确的对PVB膜片进行固定限位导致PVB膜片裁切完毕后的大

小会有偏差，影响PVB膜片的裁切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以解决现有的裁切装置在裁切过

程中无法准确的对PVB膜片进行固定限位导致PVB膜片裁切完毕后的大小会有偏差，影响

PVB膜片的裁切效果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包括工作台、收卷定位机构、移动机构、调节定

位机构和裁切机构，所述收卷定位机构固定设置在所述工作台上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设

置在工作台上且位于收卷定位机构的旁侧，所述调节定位机构设有两组，两组所述调节定

位机构结构相同，两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对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上，每组所述调节定位

机构均包括调节组件、旋转组件和定位组件，所述调节组件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上，所述调

节组件与所述移动机构传动配合，所述旋转组件设置在所述调节组件上，所述定位组件设

置所述旋转组件上，所述裁切机构设置所述工作台的旁侧。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收卷定位机构包括支撑杆、收卷轴、收卷电机、定位盘和收卷皮带，

所述支撑杆设有两根，两根所述支撑杆对称设置在所述工作台上的两侧，所述收卷轴设置

在两根所述支撑杆上，所述收卷轴与两根所述支撑杆铰接，所述收卷电机固定设置在其中

一根支撑杆的一侧，所述收卷皮带套设在所述收卷电机的输出端和收卷轴的一端上，所述

收卷轴上开设有定位槽，所述定位盘设有两块，两块所述定位盘对称设置在所述收卷轴上

的定位槽内，两块所述定位盘均与所述定位槽滑动配合，两块所述定位盘上均设有定位螺

栓，所述定位盘可以通过定位螺栓固定在所述定位槽上。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移动滑轨、移动电机、移动丝杆、辅助移动杆和移动

滑台，所述移动滑轨固定设置在所述工作台上，所述移动电机固定设置在所述移动滑轨的

一侧上，所述移动电机的输出端贯穿所述移动滑轨的一侧壁，所述移动丝杆的一端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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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移动丝杆的另一端与所述移动滑轨的另一侧壁连接，所

述辅助移动杆设有若干根，若干根所述辅助移动杆均间隔设置在所述移动丝杆的两侧，所

述移动滑台设置在所述移动丝杆和若干根辅助移动杆上，所述移动滑台呈工字型，所述移

动滑台上方的一侧间隔设置有若干个调节齿，若干个所述调节齿均与所述移动滑台固定连

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组件包括调节滑台、调节电机和调节齿轮，所述调节滑台设置

在所述移动滑台上，所述调节滑台与所述移动滑台之间滑动配合，所述调节电机设置在所

述调节滑台上，所述调节电机与所述调节滑台固定连接，所述调节齿轮固定设置在所述调

节电机的输出端上，所述调节齿轮与所述移动滑台上的调节齿啮合。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组件包括旋转电机、旋转齿轮、旋转底座、旋转轴、联动齿轮和

旋转台，所述旋转电机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滑台上，所述旋转电机设置在所述旋转齿轮输

出端上，所述旋转底座固定设置在调节滑台上，所述旋转轴的一端与所述旋转底座连接，所

述联动齿轮设置在旋转轴的中段位置上，所述旋转齿轮与所述联动齿轮之间啮合，所述旋

转台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轴的另一端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定位组件包括定位架、固定滑轨、固定电机、固定板和螺接杆，所述

定位架呈L型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台上，所述固定滑轨安装在所述定位架顶部，所述固定电

机设置在所述固定滑轨上，所述固定电机与所述固定滑轨之间滑动连接，所述螺接杆设置

在所述定位架上，所述螺接杆上开设有与定位架螺接配合的螺纹，所述定位架上开设有与

螺接杆连接的螺纹孔，所述固定板固定设置在所述螺接杆下端，所述螺接杆的上端与所述

固定电机的输出端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裁切机构包括第一驱动电机、连接板、驱动杆、支撑骨架、调节部

件、升降部件和裁切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和所述连接板分别设置在所述工作台下方的两

端上，所述驱动杆的一端与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驱动杆的另一端与

所述连接板连接，所述支撑骨架设置在所述驱动杆上，所述支撑骨架与所述驱动杆滑动连

接，所述调节部件设置在所述支撑骨架上，所述升降部件设置在所述调节部件上，所述裁切

机设置在所述升降部件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部件包括第二驱动电机、调节座、调节台、调节带、连接座、第

一转动盘、第二转动盘和旋转平台，所述第二驱动电机和所述调节座分别设置在支撑骨架

顶部的两端，所述第一转动盘和所述第二转动盘分别设置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输出端和

调节座上，所述调节带套设在第一转动盘和所述第二转动盘上，所述支撑骨架上方的两侧

对称开设有滑槽，所述调节台设置支撑骨架上的滑槽内，并且与其滑动配合，所述连接座的

一端与所述调节台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座的另一端与所述调节带固定连接，所述旋转平台

固定设置调节台下方位置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升降部件包括升降气缸、升降连杆和升降板，所述升降气缸固定设

置在所述旋转平台上的中央位置，所述升降连杆设有两组，两组所述升降连杆对称设置在

所述升降气缸的两侧，所述升降板固定设置在所述升降气缸的输出端和两组所述升降连杆

的输出端上。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其一、本发明当需要对PVB膜片进行裁切时，首先通过工作台上的卷取定位机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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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PVB膜片进行卷取固定的作业，将PVB膜片全部卷到卷取定位机构中防止膜片的散开，

不方便进行裁切，当卷取定位机构将PVB膜片卷取固定完成后，将卷取的PVB膜片的头端抽

出，再使用移动机构将两个调节定位机构进行移动调节至PVB膜片待裁切固定的位置，通过

移动机构的设置能够实现两个调节定位机构位置的自动调节，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再使用

两个调节定位机构将PVB膜片的两端进行固定，调节定位机构中调节组件的设置是为了调

节两个定位组件之间的距离，根据不同PVB膜片的宽度进行不同的宽度调节，旋转组件的设

置用来调节定位组件的方向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对PVB膜片进行限位固定，定

位组件用来将PVB膜片进行固定，当PVB膜片固定完毕后在使用裁切机构对PVB膜片进行裁

切，本发明通过卷取定位机构和调节定位机构的设置能够较好的将PVB膜片在裁切前进行

固定，防止裁切过程中因为固定不好的原因导致PVB膜片裁切的误差，实用性较高。

[0015] 其二、本发明通过卷取定位机构收先对PVB膜片进行卷取固定的作业，将PVB膜片

全部卷到卷取定位机构中防止膜片的散开，不方便进行裁切，当需要卷取PVB膜片时，收卷

电机工作带动收卷皮带进行转动，收卷皮带带动支撑杆上的收卷轴进行转动，收卷轴将PVB

膜片进行收卷作业，当PVB膜片收卷完成后，通过调节定位槽上的两个定位盘将PVB膜片进

行限位固定。

[0016] 其三、本发明通过移动机构的设置能够实现两个调节定位机构位置的自动调节，

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当需要将两个调节定位机构进行移动时，移动电机工作带动移动丝杆

进行转动，移动丝杆带动移动滑台进行转动，辅助移动杆起到辅助支撑移动的作用。

[0017] 其四、本发明调节组件的设置是为了调节两个定位组件之间的距离，根据不同PVB

膜片的宽度进行不同的宽度调节，当调节组件的宽度需要调节时、调节电机工作带动调节

齿轮进行转动，因为调节齿轮与调节滑台上的调节齿啮合，所以调节齿轮带动调节滑台在

移动滑台上进行移动，旋转组件的设置用来调节定位组件的方向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从不

同的方向对PVB膜片进行限位固定，当定位组件的方向需要调节时，旋转电机工作带动旋转

齿轮进行转动，旋转齿轮带动与其啮合的联动齿轮进行转动，联动齿轮带动旋转轴进行转

动，旋转轴带动旋转台在底座上进行转动，通过定位组件的设置用来将PVB膜片进行固定，

当需要将PVB膜片进行固定时，固定滑轨上的固定电机工作带动螺接杆进行转动，因为螺接

杆与定位架螺接，所以螺接杆在定位架上进行转动，螺接杆带动固定板向下运动，当转动到

一定程度时，固定板与旋转台抵触，将PVB膜片进行固定。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角度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角度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2] 图5为本发明调节定位机构的示意图；

[0023] 图6图5中沿A-A线处的剖视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5] 附图标记：

[0026] 工作台1，收卷定位机构2，支撑杆21，收卷轴22，收卷电机23，定位盘24，收卷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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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定位槽26，定位螺栓27，移动机构3，移动滑轨31，移动电机32，移动丝杆33，辅助移动杆

34，移动滑台35，调节齿36，调节定位机构4，调节组件41，调节滑台411，调节电机412，调节

齿轮413，旋转组件42，旋转电机421，旋转齿轮422，旋转底座423，旋转轴424，联动齿轮425，

旋转台426，定位组件43，定位架431，固定滑轨432，固定电机433，固定板434，螺接杆435，裁

切机构5，第一驱动电机51，连接板52，驱动杆53，支撑骨架54，调节部件55，第二驱动电机

551，调节座552，调节台553，调节带554，连接座555，第一转动盘556，第二转动盘557，旋转

平台558，升降部件56，升降气缸561，升降连杆562，升降板563，裁切机57。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8] 下面结合图1至图7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PVB膜片裁切装置，包括工作台1、

收卷定位机构2、移动机构3、调节定位机构4和裁切机构5，所述收卷定位机构2固定设置在

所述工作台1上的一侧，所述移动机构3设置在工作台1上且位于收卷定位机构2的旁侧，所

述调节定位机构4设有两组，两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结构相同，两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对

称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3上，每组所述调节定位机构4均包括调节组件41、旋转组件42和定

位组件43，所述调节组件41设置在所述移动机构3上，所述调节组件41与所述移动机构3传

动配合，所述旋转组件42设置在所述调节组件41上，所述定位组件43设置所述旋转组件42

上，所述裁切机构5设置所述工作台1的旁侧。

[0029] 本发明当需要对PVB膜片进行裁切时，首先通过工作台1上的卷取定位机构收先对

PVB膜片进行卷取固定的作业，将PVB膜片全部卷到卷取定位机构中防止膜片的散开，不方

便进行裁切，当卷取定位机构将PVB膜片卷取固定完成后，将卷取的PVB膜片的头端抽出，再

使用移动机构3将两个调节定位机构4进行移动调节至PVB膜片待裁切固定的位置，通过移

动机构3的设置能够实现两个调节定位机构4位置的自动调节，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再使用

两个调节定位机构将4将PVB膜片的两端进行固定，调节定位机构4中调节组件41的设置是

为了调节两个定位组件43之间的距离，根据不同PVB膜片的宽度进行不同的宽度调节，旋转

组件42的设置用来调节定位组件43的方向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对PVB膜片进

行限位固定，定位组件43用来将PVB膜片进行固定，当PVB膜片固定完毕后在使用裁切机构5

对PVB膜片进行裁切，本发明通过卷取定位机构和调节定位机构4的设置能够较好的将PVB

膜片在裁切前进行固定，防止裁切过程中因为固定不好的原因导致PVB膜片裁切的误差，实

用性较高。

[0030] 所述收卷定位机构2包括支撑杆21、收卷轴22、收卷电机23、定位盘24和收卷皮带

25，所述支撑杆21设有两根，两根所述支撑杆21对称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上的两侧，所述收

卷轴22设置在两根所述支撑杆21上，所述收卷轴22与两根所述支撑杆21铰接，所述收卷电

机23固定设置在其中一根支撑杆21的一侧，所述收卷皮带25套设在所述收卷电机23的输出

端和收卷轴22的一端上，所述收卷轴22上开设有定位槽26，所述定位盘24设有两块，两块所

述定位盘24对称设置在所述收卷轴22上的定位槽26内，两块所述定位盘24均与所述定位槽

26滑动配合，两块所述定位盘24上均设有定位螺栓27，所述定位盘24可以通过定位螺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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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所述定位槽26上，通过卷取定位机构收先对PVB膜片进行卷取固定的作业，将PVB膜

片全部卷到卷取定位机构中防止膜片的散开，不方便进行裁切，当需要卷取PVB膜片时，收

卷电机23工作带动收卷皮带25进行转动，收卷皮带25带动支撑杆21上的收卷轴22进行转

动，收卷轴22将PVB膜片进行收卷作业，当PVB膜片收卷完成后，通过调节定位槽26上的两个

定位盘24将PVB膜片进行限位固定。

[0031] 所述移动机构3包括移动滑轨31、移动电机32、移动丝杆33、辅助移动杆34和移动

滑台35，所述移动滑轨31固定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上，所述移动电机32固定设置在所述移动

滑轨31的一侧上，所述移动电机32的输出端贯穿所述移动滑轨31的一侧壁，所述移动丝杆

33的一端与所述移动电机3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移动丝杆33的另一端与所述移动滑轨

31的另一侧壁连接，所述辅助移动杆34设有若干根，若干根所述辅助移动杆34均间隔设置

在所述移动丝杆33的两侧，所述移动滑台35设置在所述移动丝杆33和若干根辅助移动杆34

上，所述移动滑台35呈工字型，所述移动滑台35上方的一侧间隔设置有若干个调节齿36，若

干个所述调节齿36均与所述移动滑台35固定连接，通过移动机构3的设置能够实现两个调

节定位机构4位置的自动调节，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当需要将两个调节定位机构4进行移动

时，移动电机32工作带动移动丝杆33进行转动，移动丝杆33带动移动滑台35进行转动，辅助

移动杆34起到辅助支撑移动的作用。

[0032] 所述调节组件41包括调节滑台411、调节电机412和调节齿轮413，所述调节滑台

411设置在所述移动滑台35上，所述调节滑台411与所述移动滑台35之间滑动配合，所述调

节电机412设置在所述调节滑台411上，所述调节电机412与所述调节滑台411固定连接，所

述调节齿轮413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电机412的输出端上，所述调节齿轮413与所述移动滑

台35上的调节齿36啮合，调节组件41的设置是为了调节两个定位组件43之间的距离，根据

不同PVB膜片的宽度进行不同的宽度调节，当调节组件41的宽度需要调节时、调节电机412

工作带动调节齿轮413进行转动，因为调节齿轮413与调节滑台411上的调节齿36啮合，所以

调节齿轮413带动调节滑台411在移动滑台35上进行移动。

[0033] 所述旋转组件42包括旋转电机421、旋转齿轮422、旋转底座423、旋转轴424、联动

齿轮425和旋转台426，所述旋转电机421固定设置在所述调节滑台411上，所述旋转电机421

设置在所述旋转齿轮422输出端上，所述旋转底座423固定设置在调节滑台411上，所述旋转

轴424的一端与所述旋转底座423连接，所述联动齿轮425设置在旋转轴424的中段位置上，

所述旋转齿轮422与所述联动齿轮425之间啮合，所述旋转台426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轴424

的另一端上，旋转组件42的设置用来调节定位组件43的方向位置，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

方向对PVB膜片进行限位固定，当定位组件43的方向需要调节时，旋转电机421工作带动旋

转齿轮422进行转动，旋转齿轮422带动与其啮合的联动齿轮425进行转动，联动齿轮425带

动旋转轴424进行转动，旋转轴424带动旋转台426在底座上进行转动。

[0034] 所述定位组件43包括定位架431、固定滑轨432、固定电机433、固定板434和螺接杆

435，所述定位架431呈L型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台426上，所述固定滑轨432安装在所述定位

架431顶部，所述固定电机433设置在所述固定滑轨432上，所述固定电机433与所述固定滑

轨432之间滑动连接，所述螺接杆435设置在所述定位架431上，所述螺接杆435上开设有与

定位架431螺接配合的螺纹，所述定位架431上开设有与螺接杆435连接的螺纹孔，所述固定

板434固定设置在所述螺接杆435下端，所述螺接杆435的上端与所述固定电机433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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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通过定位组件43的设置用来将PVB膜片进行固定，当需要将PVB膜片进行固定时，固定

滑轨432上的固定电机433工作带动螺接杆435进行转动，因为螺接杆435与定位架431螺接，

所以螺接杆435在定位架431上进行转动，螺接杆435带动固定板434向下运动，当转动到一

定程度时，固定板434与旋转台426抵触，将PVB膜片进行固定。

[0035] 所述裁切机构5包括第一驱动电机51、连接板52、驱动杆53、支撑骨架54、调节部件

55、升降部件56和裁切机57，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1和所述连接板52分别设置在所述工作台1

下方的两端上，所述驱动杆53的一端与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驱动

杆53的另一端与所述连接板52连接，所述支撑骨架54设置在所述驱动杆53上，所述支撑骨

架54与所述驱动杆53滑动连接，所述调节部件55设置在所述支撑骨架54上，所述升降部件

56设置在所述调节部件55上，所述裁切机57设置在所述升降部件56上，通过设置裁切机构5

将PVB膜片进行裁切作业，当需要裁切时第一驱动工作带动驱动杆53转动，驱动杆53带动支

撑骨架54进行移动，调节部件55用来调节裁切机57的位置，升降部件56用来调节裁切机57

的高度。

[0036] 所述调节部件55包括第二驱动电机551、调节座552、调节台553、调节带554、连接

座555、第一转动盘556、第二转动盘557和旋转平台558，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51和所述调节

座552分别设置在支撑骨架54顶部的两端，所述第一转动盘556和所述第二转动盘557分别

设置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51的输出端和调节座552上，所述调节带554套设在第一转动盘

556和所述第二转动盘557上，所述支撑骨架54上方的两侧对称开设有滑槽，所述调节台553

设置支撑骨架54上的滑槽内，并且与其滑动配合，所述连接座555的一端与所述调节台553

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座555的另一端与所述调节带554固定连接，所述旋转平台558固定设置

调节台553下方位置上，当需要调节时第二驱动电机551工作带动第一调节盘转动、第一调

节盘带动调节带554进行转动，调节带554带动第二转动盘557同步转动，调节带554转动的

同时带动连接座555进行移动，连接座555带动调节座552进行调节，旋转平台558可将裁切

机57进行旋转。

[0037] 所述升降部件56包括升降气缸561、升降连杆562和升降板563，所述升降气缸561

固定设置在所述旋转平台558上的中央位置，所述升降连杆562设有两组，两组所述升降连

杆562对称设置在所述升降气缸561的两侧，所述升降板563固定设置在所述升降气缸561的

输出端和两组所述升降连杆562的输出端上，所述升降部件56用来调节裁切机57的高度，当

需要升降时，升降气缸561工作带动升降板563进行升降，升降板563带动裁切机57进行升

降，升降连杆562起到辅助升降的作用。

[003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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